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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各地相继进入高温酷
暑季节，一些地区连续出现高温天
气，高温津贴话题也引发民众关注。
7月3日，国家安监总局、国家卫计委、
人社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关于
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强调要

“加大防暑降温经费投入”、“依照有
关规定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根据2012年修订的《防暑降温措
施管理办法》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
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
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
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
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记者注意到，目前，全国绝大多
数省份均已明确制定了高温津贴标
准。而自6月份以来，北京、上海、广
东、湖南等不少地方的高温津贴已经
进入发放期。

其中，北京高温津贴发放时间为
每年6月至8月，室外露天作业人员
高温津贴每人每月不低于180元，在
33℃（含 33℃）以上室内工作场所作
业的人员高温津贴每人每月不低于
120元；上海高温津贴发放时间为每
年6月至9月，标准为每月200元；广
东高温津贴发放时间为6月份至10

月份，标准为每人每月150元；湖南发
放时间7月1日至9月30日，每人每
月不低于150元。

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
按照《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规定，高温津贴标准由省级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
定，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时调
整。

但记者注意到，在已有标准的省
份中，多个地区的高温津贴标准已经
数年未涨，有的地区甚至还在用10年
前的标准。

其中，山东的高温津贴是，从事
室外作业和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
120元，非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80
元，仍沿用2006年标准；广东每人每
月150元的高温津贴标准，从2007年
开始至今没有提高；湖南的高温津贴
为每人每月不能低于150元，这一标
准自2005年也未上涨。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支
振锋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由
于各地区的差异，全国难以设定统一
的高温津贴标准，现在有些地区的高
温津贴标准确实比较低，应建立动态

调整机制，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职
工平均工资、消费物价指数等因素适
时进行调整。

事实上，目前，天津已经明确高
温津贴实行动态调整，日标准按照上
年度全市职工日平均工资12%发放。

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根据媒体报道，一位建筑工人近

日网上发帖表示，自己去年看媒体报
道才知道高温津贴这回事，而且，自
己和200多位工友已经5年都没领过
高温津贴。

这则新闻的背后，凸显了高温津
贴存在着的诸多尴尬现状：一方面由
于宣传普及不到位，很多人并不知道
可以领取这项补贴；另一方面，出于
对经济效益的考虑，也有相当多的企
业单位选择规避这些政策。

另外，还有一些企业用饮料、绿
豆汤、糖茶之类的物品代替高温津
贴。而按照《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
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高温作业、
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供给足够的、
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饮料及必
需的药品，但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充抵
高温津贴。 （据天津卫视）

据新华社沈阳7月4日电 侵
华日军制造的“平顶山惨案”幸存
者、87岁的方素荣女士因病3日在
昆明家中逝世。方素荣是第一个
站出来起诉日本政府的“平顶山惨
案”的幸存者。她的离世，使这一
屠杀惨案的幸存者只剩下两位。

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馆长
周学良一行4日上午启程前往昆
明吊唁方素荣。他告诉记者，那
场劫难，对方素荣来说一辈子刻
骨铭心。

1932年9月16日，日军闯入
抚顺平顶山村，以协助抗日武装
为由，屠杀了全村3000多名男女

老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顶
山惨案”。仅有极少数幸存者是靠
父母亲人用身体挡住了日军的子
弹和刺刀才得以生还，方素荣身
上就留有8处伤疤。

在1951年清明节“平顶山惨
案”抚顺万人公祭大会上，方素
荣第一次为大家讲述了惨案经
过。从这以后，她陆续为几十万
人讲述了惨案经过。

几十年来，方素荣始终有一
个心愿：为死去的亲人讨回公
道。1992 年，在日本律师支持
下，方素荣联系惨案的另两位幸
存者共同作为原告起诉日本政府。

十年诉讼，方素荣三赴日
本，在东京法院做了两次证言，
并到日本15个城市用自己的亲身
经历对日本民众宣讲“平顶山惨
案”的真相。最终，日本法院以

“国家无答责”为由驳回诉讼请
求，但以法律的形式认定了平顶
山惨案为旧日本军所为。

“健在的幸存者仅有两位，都
已进入耄耋之年。”周学良表示，
为了告慰死难者同胞，完成方素
荣老人的心愿，我们不会放弃努
力，将继续向人们讲述这段惊天
惨案，教育子孙后代不让历史悲
剧重演。

“平顶山惨案”幸存者方素荣逝世
她曾第一个起诉日本政府

4日上午，“李辙、许伯夷向大
陆捐赠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证史
料新闻发布会”在中国华侨历史博
物馆举行。1000余件日军侵华战
争及占领台湾期间的史料将捐献
给中国侨联保存。这批史料将于7
月7日后，在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
向公众公开展出。

史料涵盖军需、书籍、报刊、公
文、票据、债券等，大多为日文资料。
其中既有日本在台征兵的手书、日本
政府发行的军票，也有战时储蓄债
券、日军内部作战写真记录等。

“由东京朝日新闻社发行的整
套《北支事变画报》第一至三十五
辑，全套收藏已十分罕见。这些由
日文撰写或由日本有关方面编纂的
史料，使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更加
确凿。”中国侨联相关负责人介绍。

捐赠人台湾企业家许伯夷告

诉记者，这批史料运送至北京的过
程遭到日方的多次阻挠，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曾多次派特使联络，希望
收买史料。“他们许以重金，我拒绝
之后，又通过高雄市长陈菊联系
我，希望我能将资料带到日本去展

览，以图将其扣在日本。”
许伯夷表示：“能将这批珍贵

的文物运送至北京，让两岸同胞，
尤其是年轻人共同铭记中国人在
二战中受到屈辱的历史，珍爱来之
不易的和平。” （据新京报）

云南省玉溪红塔区区长李毅昆

涉嫌严重违纪
接受组织调查

新华社昆明7月4日电云南省
纪委、监察厅网站4日发布，玉溪
市红塔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毅昆涉
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
查。

公开资料显示，李毅昆曾任玉
溪市政府秘书长、金融办主任等职
务，去年8月起任红塔区代理区长，
今年1月16日当选为红塔区区长。

中国土司遗址
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据新华社德国波恩7月 4日
电 中国土司遗址4日在第39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
会议（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8处世界
遗产。

世界遗产委员会各成员在当天
会议中一致同意将土司遗址列为世
界遗产。会议主席宣布土司遗址成
功入选后，现场响起热烈掌声。很
多国家代表团成员与中方代表握手
表示祝贺。

土司遗址为中国2015年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包括湖南永顺
老司城、湖北唐崖土司城和贵州播
州海龙屯三处遗址。

遗体捐献者纪念碑消失
当地回应将易地重建

据新华社哈尔滨7月4日电 3
日，一则哈尔滨市遗体捐献者纪念
碑“凭空消失”、原址变温泉城的报
道引起社会关注。哈尔滨市香坊区
委宣传部对此公开回应称，区政府
已责成相关部门和企业厘清责任，
尽快启动易地重建工作。

高温津贴进入发放期
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

台胞捐上千件日军侵华史料
曾遭安倍特使多次索要

发放金额
180元/月（室外高温作业人员）
120元/月（室内高温作业人员）
225元/月（高温作业人员）
180元/月（非高温作业人员）
145元/月（一般工作人员）
240元/月
200元/月

180元/月
150元/月
100—200元/月
不低于150元/月
240元/月（室外作业和高温作业人员）
160元/月（室内非高温作业人员）
120元/月（室外作业和高温作业人员）
80元/月（非高温作业）
12元/天（高温、露天作业人员）
8元/天（其他作业人员）
上年度全市职工日平均工资12%
12元/天

10元/天

10元以上/天
8—12元/天
10—20元/天
不低于10元/天
12元/天（高温、露天作业人员）
8元/天（其他作业人员）
不低于5、10、15元/天（按温度范围）
8元/天或168元/月

发放时间
6-8月

6-9月

6-8月
6-9月
6-9月
7-9月
5-9月
--
6-10月
6-10月
7-9月
6-9月

6-9月

6-9月

6-9月
6-9月
--
6-9月
4-10月
--
--
--
--
--
6-9月

5-10月
6-9月

各地高温津贴标准一览
地区
北京

浙江

山西
上海
江苏
辽宁
福建
内蒙古
广东
广西
湖南
江西

山东

甘肃

天津
湖北
河南
陕西
海南
云南
吉林
四川
新疆
安徽
宁夏

重庆
贵州

南昌大学也简称南大
南京大学不答应了
向教育部表示不满

“《南昌大学章程》明确简称
‘南大’，南京大学师生怎么看？”
7月3日，公众号“侯印国老湿”
的一条微信在网上走爆。对于南昌
大学简称“南大”，南京大学的学
生们普遍不太满意。据了解，南京
大学就此事已与教育部、江西省教
育厅进行协调处理。

“‘南大’就是南京大学的简
称，怎么会是南昌大学的呢？”消
息传来，不少南京大学学生表示不
解。

关于“南大”的简称之争，南
昌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早已
有之。不过，南京大学学生们认
为，从去年底，此事就已盖棺论
定。

据了解，2014年12月，经教
育部核准的《南京大学章程》在第
一章总则中明确简称“南大”。常
被媒体称为“南大”的还有南开大
学，但教育部核准的《南开大学章
程》，明确其简称为“南开”。

此次江西省教育厅核准发布南
昌大学的简称为“南大”，南京大
学学生表示难以理解：“既然教育
部已经审核并正式发布过‘南大’
的简称了，地方教育厅就不该再审
核一个呀。”

南昌大学的章程也引起了南京
大学校方的关注。据悉，7月2日
下午15时，南京大学校方已经通
过BBS向表达关切的师生回应：

“学校已向教育部、江西省教育厅
表示了我校及广大师生对此事的严
重关切。”南京大学有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学校正在与教育部和江西
省教育厅协调此事。

对于“南大”这个简称，昨天这
个话题在南昌大学的贴吧也引起热
议。“不过是个约定俗成的称呼而
已，没必要过于计较。”“江苏的‘南
大’是南京大学，江西的‘南大’是南
昌大学，心里有数就行。”

（据南京晨报）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证史料。


